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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畫 

107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全體學務長會議實施計畫 

主題-學生權利  

一、活動目的： 

1.藉由專題演講及實務經驗分享，增進各校對於學生權益有更深入的了解。 

2.加強宣導，引導學生健全成長發展，營造多元開放、健康友善與重視學生權利之校

園。 

二、活動依據：中區學務中心年度工作計劃及 107.01.05 委員會議決議。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中區大專學務中心 

五、承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 

六、辦理時間：107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七、辦理地點：中臺科技大學勤學樓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八、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及相關工作人員等計約 40 人。 

九、行程表： 

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全體學務長會議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點 

107.06. 01 

(五) 

09:00~09:30 

(30分鐘) 

報到 

中臺科技大學學務團隊 

中臺科技大學 

勤學樓 B1 

國際會議廳 

09:30~09:35 

(5分鐘) 

主持人致詞 

召集人:國立中興大學蘇武昌學務長 

09:35~09:40 

(5分鐘) 
教育部及中臺科技大學長官致詞 

09:40~11:10 

(90分鐘) 

【專題演講】 

題目：從學生權利談學務工作師生間的紅線分寸

拿捏 

主持人：中臺科技大學張振榮學務長  

主講人：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長/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學務長柯志堂博士 

11:10~11:20 

(10分鐘) 
全體大合照及茶敘時間 



 

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全體學務長會議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點 

11:20~11:50 

(30分鐘) 

【實務經驗分享座談】 

主持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蔡佐良學務長 

分享一：建國科技大學劉柄麟學務長 

分享二：弘光科技大學范煥榮學務長 

11:50~12:00 

(10分鐘) 

【綜合座談】 

主持人:蘇武昌召集人、張振榮學務長 

綜合交流及臨時動議 

12:00~12:20 

(20分鐘) 
車 程 

12:20~13:50 

(90分鐘) 
交流座談及餐敘 日光溫泉會館 

14:00~16:00 

(120分鐘) 
【生態環境參觀體驗與討論】 

中臺科大生態教室

(大坑郭叔叔獼猴生

態園區) 

16:00 賦 歸 

 

 

 

 

 



 

貳、會議記錄 

107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全體學務長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7年 06月 1日星期五 

二、地  點：中臺科技大學 

三、主持人：中區學務中心蘇學務長兼召集人武昌 

中臺科技大學李隆盛校長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楊皓程教官 

記  錄：中臺科技大學黃郁姍助理  

四、出列席人員：教育部長官、中區大專校院學務長暨學務同仁（如簽到名冊）。 

五、開幕式 

(ㄧ)蘇武昌學務長(中區學務中心召集人)致詞 

校長好，謝謝中臺科技大學主辦這次中區學務長會議，還有謝謝在座的中區學

務長以及教育部的皓程長官的蒞臨，今天特別邀請柯志堂學務長來跟大家作與學生

權利有關的專題演講，期待我們有一個圓滿的會議並且大家都有滿滿的收穫，謝謝。 

 (二)李隆盛校長(中臺科技大學)致詞 

蘇召集人、教育部楊教官、今天的講座柯理事長，還有來自中區友校的學務長

們，以及中區的林秘書及黃秘書，還有本校的張學務長、軍訓室林主任以及所有今

天穿綠色衣服的中臺學務處同仁，大家好。本校位於北屯的風景區，我們引以為榮，

往西南角看過去可以看到整個大臺中地區，天機大樓兩側像是兩隻手臂象徵著擁

抱，意旨擁抱整個大臺中，歡迎大家到我們的校園走走。 

中臺科大在這裡已經第 52 年了，後方即是台灣小百岳之一觀音山。本校也將

周邊一公里的校地，無償提供給台中市政府開闢了臺中中臺觀音山步道，之後大家

可以去看看那邊的生態景觀。學校以培養醫護專業人才為主，我們有 14 系和 4 個

研究所，歡迎大家今天來到中臺科大，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再次歡迎大家並祝此次

活動圓滿成功，謝謝。 

 (三)楊皓程教官(教育部學務特教司)致詞 

校長、召集人、各位學務夥伴、先進，大家早安，首先跟各位致歉，司長非常

重視這次活動，但是最近行程很多，也剛好與北區學務長會議時間撞期，於是指派

我與科長兵分兩路，並聆聽各位先進的指導，也謝謝各位多多協助我們學務的工作。 

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我是從 2 月開始接任教育部工作，之前在輔仁大學擔任

過教官。我轉任教官大概有 16 年時間，所以在學務第一線上也工作了很長一段時

間，也知道各位學務長們在學務工作中是非常的繁雜及辛苦，在此向各位致上最高



 

的敬意，也希望各位往後對於我在部裡的工作，多多給予指教與支持。 

在最後要特別感謝地主學校中臺科大，謝謝李校長與張學務長幫我們準備了這

麼好的環境，讓大家可以在這麼舒適的環境下召開此次會議，也希望這次活動圓滿

成功，大家收穫滿滿，謝謝。 

(四)致贈感謝狀、小錦旗及紀念品： 

教育部楊教官致贈感謝狀予中臺科技大學李校長。 

蘇召集人與中臺科技大學李校長互贈錦旗與紀念品。 

六、專題演講 

題目：從學生權利談學務工作師生間的紅線分寸拿捏 

主持人：中臺科技大學張振榮學務長 

主講人：中華學生事務學會理事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柯志堂博士    

柯志堂學務長(德明財經科大): 

1. 105 年 6 月修正通過高級中學教育法，因此學生的思維開始改變了，學生權益的

概念從高中就開始被開啟，高中開始有課綱代表了。我認為學權基本觀念，來自

於學生學習自由。學生有入學自由(公告簡章-規定好，寄錄取通知-保障學權，新

生入學輔導-要和新生說的話都要說，參與-校務會議等，經費-學校及廠商贊助

等)、上課自由、選課自由。 

2.大學法很重要的兩個字-輔導，我認為這是老師的天命。教育本來就跟外面不一

樣，我們要教育學生，學生畢業只帶走畢業證書與成績單，懲處一筆勾銷。 

3.高中生接受輔導，不接受管教；大學生接受協助，不喜歡輔導。 

簡報重點： 

校園教育法規 v.s 國家外部司法 

大學自主專業判斷 v.s 學權師生不踩紅線 

學生權利 v.s 學習自由 

輔導 v.s 指導 v.s 自治 

行政處分不當 v.s 在學契約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v.s 通知陳述教示 

﹝思辨 v.s 對話﹞ 

畢業門檻存廢？校務學代多好？社指老師定要？ 

社團評鑑必須？言論自由尺度？宿舍宵禁解除？ 

檢警入校可否？教官退出校園？ 

﹝實務案例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 MP3 事件暨釋 684 後改變 



 

長庚大學遛鳥俠留校察看案與校規爭點 

萬能科大邱同學社團申請案所衍生退學 

太陽花學運大學學生會串聯罷課與懲處秋後算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會議否決學生會提案風波 

大學校院獎助生勞僱政策法規原則之評析 

國立政治大學二二八主任教官撕社團海報事件 

輔仁大學女生宿舍宵禁灰姑娘性別平權反思 

輔仁大學學生割銅像校方請警察入校園處理事件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好聲音選拔活動校園衝突事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違規機車上鎖師生爭點 

◎法理面 

(一)高等教育法制的基本原則(1.德國:法治國原則-法律優位、法律保留、法律明

確性、信賴保護、比例、平等、以及其他關連原則 2.美國: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 

(二)大學生與學校的在學法律關係(1.特別權力關係說的興起與式微 2.重要性理論

-德國 3.在學契約關係說-日本)  

(三)大學生的權利保障(1.校園民主-學生參與、學生自治 2.學習自由、受教權 3.

表現自由、信仰宗教自由、4.平等權、參政權) 

(四)大學學生司法事務(1.懲戒處分 2.退學處分 3.申訴制度) 

(五)釋字第 684 號解釋(100.1.17) 

(六)學務專業判斷之爭議最主要來自於不確定法律概念 

◎實務面 

(一)契約 

(二)侵權行為 

(三)隱私權保護 

(四)網路犯罪及著作(智慧財產)權保護 

(五)學生自治組織定位 

(六)學生自治組織功能 

(七)學生會費收取 

(八)娛樂稅 

(九)勸募 v.s 捐贈 

◎學生申訴制度 

(一)學生申訴之正當法律程序 

(二)以校園性騷性侵案件程序為例  



 

(三)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之修正(附錄 3)與學生

申訴制度之關係 

(四)各校依教育部「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100.6.8)修正學校法

規辦法 

交流討論: 

(ㄧ) 鄭學務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有關廢棄腳踏車處理，車子是我的，然後我被學校接收了多久然後報廢，很

多學校都有這樣的情形，想說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向可以建議我們? 

(二)柯學務長回應： 

這件事情最有名的就是國立臺灣大學，臺大的學生大多都騎腳踏車，曾經因

為這個問題而上報，這個問題基本上回到校園很簡單，我們走程序，程序的第一

個立一個內規，但這個內規比較不適合學務處，比較適合總務處，因為它屬於個

人財產廢棄的概念。 

然後怎麼處置，我覺得我們要訂規範，不要說我們只貼公告，然後時間到就

將腳踏車抬走，學生會說：「我的車呢？」會有財產上的糾紛，所以我比較建議的

是可以參考臺大的一些經驗，把違規的做處置，比較麻煩的是少數腳踏車報廢問

題，假如要報廢的貼個公告，除了真的報廢外，也可以做其他處置像是二手拍賣

等，像成大也有做這樣處置。 

我覺得首要訂一個辦法或一個規範，我們遵照這個方式來做處理，資源回收

的概念其實比較好，做有效的資源回收，或者是我們辦二手拍賣之後說明所得將

放到哪裡去，而不是說就直接放在學校，他會覺得怎麼變學校的，或者當成學校

未來維修的基金或經費，或與學校附近的腳踏車店合作，學生在那邊維修就比較

便宜。 

第二比較注意的是隨地執行問題，臺大問題應該是警衛或總務處跟學生發生

爭執，我覺得很難講，我認為遊戲規則講清楚，屏科大也有規範只是那個規範有

沒有達到學生要的，各有說法。像圖書館你沒還書可以罰錢，但你不能罰超過那

本書的價值，但這不同的是腳踏車是學生個人的，書是學校的。 

七、實務經驗分享座談 

主持人：雲林科技大學蔡佐良學務長 

分享一：建國科技大學劉柄麟學務長 

分享二：弘光科技大學范煥榮學務長 

 



 

(ㄧ) 劉柄麟學務長(建國科大) 

很多學務相關事務其實都是跟法規相關，以下針對本校學生權益相關實務

經驗分享內容進行介紹(參考簡報資料)： 

學生權益保障：  

1.校園議題：(1) (學生)會務建議案(2)會務申訴案(3)校務建議案(4)校務申訴

案(5)校外申訴案 

2.各級會議參與：計有(1)校務會議(2)學業:教務會議、學務會議、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等(3)生活：總務會議、車輛管理委員會、宿舍管理委員會、衛生管理委

員會、膳食衛生管理委員會等(4)獎懲：學生獎懲委員會等。 

3.與校長有約：分行政支援與服務、學校建設建議、學生事務建議、學生權議建

議教學學程等 

4.公共事務、議題：如溝通平臺會議。 

5.學權案件處理流程 

(二) 范煥榮學務長(弘光科大) 

我就用不同的方式來談我們學校，弘光科大大概分這幾類，學權案件的處

理(詳見簡報資料)： 

1.學生申訴管道：學生會務案(窗口-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申訴案(窗口-諮商

輔導中心)、學生抱怨案(窗口-秘書室)。 

2.學生會案例：(1)學生餐飲稽核，共同維護學生吃的安全(2)學生會積極爭取參

與學校空間委員會。 

3.校園霸凌事件案例分享。 

4.學生請假規則案例：增加「分娩假」及「流產假」請假天數，維護學生權益。 

5.關照特教生權益：為便利特教生參與公共事務，每學期舉行期出、期末會議，

邀請特教生提出對學校各項教學、行政服務之意見。 

八、生態環境參觀體驗-中臺科大生態教室(郭叔叔野生獼猴園) 

主持人：中臺科技大學張振榮學務長 

解說員：郭叔叔獼猴生態園區郭子淇先生 

郭叔叔獼猴園位於大坑中正露營區、四號步道旁，所稱的郭叔叔就是郭賢男，

郭叔叔小的時候與大台中大坑果園內的台灣原生種獼猴有一段神奇的際遇、他們從

相遇到憐惜、餵食、信任，而經過十幾年後，郭叔叔開放獼猴園區的觀光導覽，是

希望讓獼猴與人類和平相處，因此如何兼顧生態保育與觀光需求非常重要，而這也

是台灣其他山區獼猴難以解決的一大問題。 



 

出於愛心的原始動機-為什麼會成立這個獼猴區？ 

獼猴園區以前是一個水果園，郭叔叔從小就住在這裡，幾乎是跟著獼猴一起長

大的。因為猴群會吃農民種的水果，農民看到猴子就會把他們驅趕到深山裡去，郭

叔叔小時候也都在趕猴子。有一年冬天，郭叔叔看到一隻隻瘦巴巴的、沒有奶水給

小猴子喝的母猴，因不忍心，就不再驅趕，基於愛心，也會放一些地瓜給猴子吃，

希望幫助猴群度過寒冬。 

獼猴園開放雖然是十五、六年，但郭叔叔照顧獼猴卻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郭叔

叔妻妹劉小姐說：「要有相當的時間、耐心跟愛心，還有經濟上也是要付出，要維

護獼猴生態，多少總是要補貼一點不足的食物，就是像當作你在做一種慈善事業一

樣，有人的愛心付出是給人類，有人的愛心是給動物，他就是 20 年來沒有一天對

這些獼猴有缺席過一份愛心。」 

為了照顧獼猴，郭叔叔辭掉外面的工作，回到山上，思考著如何做可以保持猴

群生態，同時與猴群和平相處，最後，他決定開放獼猴區觀光導覽，透過生態解說，

讓一般民眾能正確認識、了解猴群生態保育。 

九、蘇召集人結語:  

感謝柯學務長針對學生權利精闢的專題演講，也感謝佐良、柄麟及煥榮學務長

分享學校的實務經驗，更感謝中臺科技大學承辦此次的會議，非常成功，無論安排

生態環境體驗(獼猴園)及餐飲方面的享用，都收獲很大。 

謝謝大家! 



 

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肆、活動花絮 

  

中臺科大微笑吉他社走唱民歌迎嘉賓 中臺科大李隆盛校長親自接待嘉賓 

  

有朋自遠方來-貴賓簽到 開幕式蘇武昌召集人致詞-感謝 

  

中臺科大李校長致詞-歡迎  教育部楊皓程教官致詞-歡欣 

  

教育部楊教官致贈感謝狀予李校長 蘇召集人致贈小錦旗予李校長 



 

 

  

中臺科大張振榮學務長主持專題演講 德明科大柯志堂學務長精闢的演講 

  

蘇召集人致贈感謝狀予張學務長 蘇召集人致贈感謝狀予柯學務長 

  

茶敘時間經驗交流 欲罷不能 

  

雲科大蔡佐良學務長主持實務經驗分享 建國科大劉柄麟學務長實務經驗分享 



 

 

  

弘光科大范煥榮學務長實務經驗分享 蘇召集人致贈感謝狀予蔡學務長 

 

 

蘇召集人致贈感謝狀予劉學務長 蘇召集人致贈感謝狀予范學務長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會  場 歡迎蒞臨 相互擁抱 全體學務長大合照 



 

 

  
中臺科大生態教室-大坑郭叔叔獼猴園 張振榮學務長主持並介紹郭解說員 

  

透過生態解說，了解生態保育與觀光需求 

  

從參觀中學習如何實踐獼猴的生態保育 

  

致贈錦旗與紀念品予郭子淇解說員 中臺科大學務團隊歡迎您下次再來 



 

 

 



 

 



 

 


